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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套餐包用尽按需（模式 1）

1.1 全球短信使用全流程

短信使用流程

任务 操作步骤 备注

1. 入驻华
为云

注册华为企业账号：点击注
册页面

1. 消息&短信服务仅支持企业用户开通
服务。

2. 国际站通过邮箱进行账号注册，完善
账号信息为企业用户后即可申请开通
消息&短信服务。

2. 申请短
信服务

点击查看如何开通消息&短
信服务。

请单击“消息&短信服务使用声明”链接
查看其详细内容。

注意
因国际站完整的账号注册包括邮箱注册、绑
定手机号、完善账户信息和绑定支付方式四
个步骤，完成注册步骤仅可申请开通消息&短
信服务。若要使用完整的消息&短信服务业务
功能，请在成功开通服务后登录华为云，单
击提示信息中的“去绑定”，进入“完善信
息”页面绑定手机号与支付方式。（如您有
业务手机号未绑定，还需绑定业务手机
号。）

3. 选择短
信模式

参考选择短信模式进行选
择。

1. 套餐包用尽按需（模式1）为针对全
球短信套餐包用尽转按需计费的模
式，包含全球短信与中国大陆短信发
送业务。

2. 资源包用尽即停（模式2）为针对全
球短信资源包用尽自动停发的新增模
式，仅包含全球短信发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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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registerui/public/custom/register.html?locale=zh-cn#/register
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registerui/public/custom/register.html?locale=zh-cn#/register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declaration.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32.html


任务 操作步骤 备注

4. 创建短
信应用

1. 如何创建短信应用，点
击查看创建短信应用。

2. 获取Application Key、
Application Secret、
APP接入地址和通道号，
点击“全球短信 > 应用
管理”获取。

默认只能添加2个全球短信应用。但可以
根据业务需要，申请不同的模板。

5. 申请短
信模板

1. 申请模板前请先查看模
板和变量规范。

2. 如何申请模板，点击查
看申请短信模板。

工作日09:00-18:00(GMT+08:00)提交申
请，预计2小时内完成审核，法定节假日
顺延。

6. 设置流
量阈值

如何设置流量阈值，点击查
看通用设置。

请根据业务需要，合理设置短信发送的
预警值与限额值。

7. 订购短
信套餐包
（可选）

1. 订购短信套餐包前请先
查看短信价格说明，当
前仅支持购买部分国家
套餐包。

2. 如何订购短信套餐包，
点击查看购买全球短信
套餐包。

请在短信模板审批完成后再购买短信套
餐包。

8. 发送短
信

● 通过API调用进行短信发
送。
获取代码样例，快速开
发应用，相关接口如
下：

– 发送短信API
– 发送分批短信API
– 接收状态报告API

● 通过群发助手进行短信
发送。

-

9. 查看发
送状态

参考如何判断短信发送成功
确认短信发送状态。

如短信发送失败，参考API错误码和状态
回执错误码排除故障，再重新发送短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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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faq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faq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1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ice-msgsms/charge.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g-msgsms/sms_07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g-msgsms/sms_07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devg-msgsms/sms_04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0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msgsms_faq/sms_faq_001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1.html


短信业务流程

角色 步骤 注意事项 说明

客户/
客户
服务
器

创建短信
应用

默认只能添加2个全球短信应
用

请根据业务需要，申请不同
的模板。

申请短信
模板

无数量限制 需要运营经理审核。

设置流量
阈值

● 当短信发送总量超过设定预
警数值，平台会向联系人发
出告警短信通知。

● 当短信发送总量超过设定限
额数值，平台会自动暂停发
送短信。

请根据业务需要，合理设置
预警值与限额值。

发送短信
（短信
API）

一次请求，单条短信，最多只
能指定500个接收号码

-

发送短信
（群发助
手）

仅能使用无变量模板 支持定时发送功能，请合理
设置定时发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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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步骤 注意事项 说明

接收状态
报告通知
并响应

● 调用短信业务API时，通过
“statusCallback”参数携
带状态报告回调地址

● 免鉴权（短信平台 -> 客户
服务器）

● 响应回复200 OK空消息

短信平台主动推送，请客户
确保地址稳定可达。

 

1.2 中国大陆短信使用全流程

短信使用流程

任务 操作步骤 备注

1. 入驻华
为云

1. 注册华为企业账号：点
击注册页面

2. 企业实名认证：点击进
行实名认证

1. 消息&短信服务仅支持企业用户开通
服务。

2. 国际站需通过邮箱进行账号注册，完
善账号信息为企业用户。

3. 实名认证信息最长3个工作日内审核
完成，请耐心等待审核结果，审核成
功，即可完成认证，申请开通消息&
短信服务。企业账号如何完成实名认
证

2. 申请短
信服务

1. 访问“开通消息&短信服
务”页面。

2.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消息&短信服务使用声
明》”。

3. 单击“立即开通”，提
交业务审核。

请单击“消息&短信服务使用声明”链接
查看其详细内容。

注意
因国际站完整的账号注册包括邮箱注册、绑
定手机号、完善账户信息和绑定支付方式四
个步骤，完成步骤1和2仅可申请开通消息&
短信服务。若要使用完整的消息&短信服务业
务功能，请在成功开通服务后登录华为云，
单击提示信息中的“去绑定”，进入“完善
信息”页面绑定手机号与支付方式。（如您
有业务手机号未绑定，还需绑定业务手机
号。）

3. 创建短
信应用

1. 如何创建短信应用，点
击查看创建短信应用。

2. 获取Application Key、
Application Secret和
APP接入地址，点击“中
国大陆短信 > 应用管
理”获取。

默认只能添加2个中国大陆短信应用。但
可以根据业务需要，申请不同的签名和
模板。

4. 申请短
信签名

1. 申请签名前请先查看签
名规范。

2. 如何申请签名，点击查
看申请短信签名。

工作日09:00-18:00(GMT+08:00)提交申
请，预计2小时内完成审核，法定节假日
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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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registerui/public/custom/register.html?locale=zh-cn#/register
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registerui/public/custom/register.html?locale=zh-cn#/register
https://account-intl.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accountindex/realNameAuth
https://account-intl.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accountindex/realNameAuth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zh-cn_topic_011962153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zh-cn_topic_0119621536.html
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msgsms/#/opening
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msgsms/#/opening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declaration.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faq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faq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02.html


任务 操作步骤 备注

5. 申请短
信模板

1. 申请模板前请先查看模
板和变量规范。

2. 如何申请模板，点击查
看申请短信模板。

工作日09:00-18:00(GMT+08:00)提交申
请，预计2小时内完成审核，法定节假日
顺延。

6. 设置流
量阈值

如何设置流量阈值，点击查
看通用设置。

请根据业务需要，合理设置短信发送的
预警值与限额值。

7. 发送短
信

● 通过API调用进行短信发
送。
获取代码样例，快速开
发应用，相关接口如
下：

– 发送短信API
– 发送分批短信API
– 接收状态报告API
– 接收上行短信API

● 通过群发助手进行短信
发送。

1. 通过API调用发送短信时，若需接收状
态报告，请通过“statusCallback”
参数携带状态报告回调地址。

2. 通过群发助手发送短信时，请进入短
信控制台，选择“群发助手 > 任务管
理 ”。对需要查看详情的群发任务，
点击左侧操作列的“查看详情”。

8. 查看发
送状态

请参考如何判断短信发送成
功确认短信发送状态。

如短信发送失败，参考API错误码和状态
回执错误码排除故障，再重新发送短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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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faq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faq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1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devg-msgsms/sms_04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0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msgsms_faq/sms_faq_001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msgsms_faq/sms_faq_001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1.html


短信业务流程

角色 步骤 注意事项 说明

客户/
客户
服务
器

创建短信
应用

默认只能添加2个中国大陆短信
应用

请根据业务需要，申请不同
的签名和模板。

申请短信
签名

无数量限制 请选择合适的签名类型，并
需要运营经理审核。

申请短信
模板

● 无数量限制

● 支持通用模板（仅适用于验
证码类和通知类签名）

请选择合适的模板类型，并
需要运营经理审核。

消息&短信
快速入门 1 套餐包用尽按需（模式 1）

文档版本 06 (2022-12-0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



角色 步骤 注意事项 说明

设置流量
阈值

● 当短信发送总量超过设定预
警数值，平台会向联系人发
出告警短信通知。

● 当短信发送总量超过设定限
额数值，平台会自动暂停发
送短信。

请根据业务需要，合理设置
预警值与限额值。

发送短信
（短信
API）

一次请求，单条短信，最多只
能指定500个接收号码

-

发送短信
（群发助
手）

● 仅能使用通知类签名

● 仅能使用通知类无变量模板

支持定时发送功能，请合理
设置定时发送时间。

接收状态
报告通知
并响应

● 调用短信业务API时，通过
“statusCallback”参数携
带状态报告回调地址

● 免鉴权（短信平台 -> 客户
服务器）

● 响应回复200 OK空消息

短信平台主动推送，请客户
确保地址稳定可达。

接收上行
短信通知
并响应

● 创建短信应用时，填写上行
短信接收地址

● 响应回复200 OK空消息

短信平台主动推送，请客户
确保地址稳定可达。

消息&短信
快速入门 1 套餐包用尽按需（模式 1）

文档版本 06 (2022-12-0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



2 资源包用尽即停（模式 2）

2.1 全球短信使用全流程

短信使用流程

任务 操作步骤 备注

1. 入驻华
为云

注册华为企业账号：点击注
册页面

1. 消息&短信服务仅支持企业用户开通
服务。

2. 国际站通过邮箱进行账号注册，完善
账号信息为企业用户后即可申请开通
消息&短信服务。

2. 申请短
信服务

点击查看如何开通消息&短
信服务。

请单击“消息&短信服务使用声明”链接
查看其详细内容。

注意
因国际站完整的账号注册包括邮箱注册、绑
定手机号、完善账户信息和绑定支付方式四
个步骤，完成注册步骤仅可申请开通消息&短
信服务。若要使用完整的消息&短信服务业务
功能，请在成功开通服务后登录华为云，单
击提示信息中的“去绑定”，进入“完善信
息”页面绑定手机号与支付方式。（如您有
业务手机号未绑定，还需绑定业务手机
号。）

3. 选择短
信模式

参考选择短信模式进行选
择。

1. 套餐包用尽按需（模式1）为针对全
球短信套餐包用尽转按需计费的模
式，包含全球短信与中国大陆短信发
送业务。

2. 资源包用尽即停（模式2）为针对全
球短信资源包用尽自动停发的新增模
式，仅包含全球短信发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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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registerui/public/custom/register.html?locale=zh-cn#/register
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registerui/public/custom/register.html?locale=zh-cn#/register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declaration.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32.html


任务 操作步骤 备注

4. 订购短
信资源包

1. 订购短信资源包前请先
查看短信价格说明，当
前仅支持购买部分国家
套餐包。

2. 如何订购短信资源包，
点击查看购买全球短信
资源包。

资源包用尽即停（模式2）仅支持购买资
源包后发送，且只支持发往资源包国
家：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菲律
宾。非资源包国家不能发送。

5. 创建短
信应用

1. 如何创建短信应用，点
击查看创建短信应用。

2. 获取Application Key、
Application Secret、
APP接入地址和通道号，
点击“全球短信 > 应用
管理”获取。

默认只能添加2个全球短信应用。但可以
根据业务需要，申请不同的模板。

6. 申请短
信模板

1. 申请模板前请先查看模
板和变量规范。

2. 如何申请模板，点击查
看申请短信模板。

工作日09:00-18:00(GMT+08:00)提交申
请，预计2小时内完成审核，法定节假日
顺延。

7. 设置流
量阈值

如何设置流量阈值，点击查
看通用设置。

请根据业务需要，合理设置短信发送的
预警值与限额值。

8. 发送短
信

● 通过API调用进行短信发
送。
获取代码样例，快速开
发应用，相关接口如
下：

– 发送短信API
– 发送分批短信API
– 接收状态报告API

● 通过群发助手进行短信
发送。

-

9. 查看发
送状态

参考如何判断短信发送成功
确认短信发送状态。

如短信发送失败，参考API错误码和状态
回执错误码排除故障，再重新发送短
信。

 

消息&短信
快速入门 2 资源包用尽即停（模式 2）

文档版本 06 (2022-12-0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ice-msgsms/sms_06_000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g-msgsms/sms_07_000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g-msgsms/sms_07_000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2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01_000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msgsms/sms_01_000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2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3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devg-msgsms/sms_04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msgsms/sms_03_002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msgsms_faq/sms_faq_001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api-msgsms/sms_05_0051.html


短信业务流程

角色 步骤 注意事项 说明

客户/
客户
服务
器

创建短信
应用

默认只能添加2个全球短信应
用

请根据业务需要，申请不同
的模板。

申请短信
模板

无数量限制 需要运营经理审核。

设置流量
阈值

● 当短信发送总量超过设定预
警数值，平台会向联系人发
出告警短信通知。

● 当短信发送总量超过设定限
额数值，平台会自动暂停发
送短信。

请根据业务需要，合理设置
预警值与限额值。

发送短信
（短信
API）

一次请求，单条短信，最多只
能指定500个接收号码

-

发送短信
（群发助
手）

仅能使用无变量模板 支持定时发送功能，请合理
设置定时发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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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步骤 注意事项 说明

接收状态
报告通知
并响应

● 调用短信业务API时，通过
“statusCallback”参数携
带状态报告回调地址

● 免鉴权（短信平台 -> 客户
服务器）

● 响应回复200 OK空消息

短信平台主动推送，请客户
确保地址稳定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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